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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要  

 

在閩西客家地區，對女性祖先崇拜（即「婆太」崇拜）是十分常

見的現象，本文即以福建長汀南山鎮嚴婆田村的嚴婆崇拜為研究個案。

嚴婆田是一林姓血緣村落，而嚴婆正是林姓族人的開基祖妣（太婆），

嚴婆除以祖先的身份被奉祀外，林姓族人更將其塑像如神明一般崇祀

於廟裡。  

 

在 1960 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時期，嚴婆信仰同樣遭到嚴重的衝擊。

一直至 2000 年林姓族人修族譜時，村裡一些菁英才有意識想恢復嚴

婆信仰，包括重建廟宇、以尊女、以女為貴的口號，及嚴婆家風家教

之建構，可說符合新時代政府政令宣傳，成功打造「嚴婆田女性文化

村」的品牌，重新將嚴婆信仰推出。只是由地方菁英重塑的嚴婆信仰

（或文本）內涵，與一般林姓村民的認知實有落差。本研究礙於計畫

執行期限，僅能作初步的調查，較為周延及嚴謹的考證工作，恐有待

時日作更深入之研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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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 前言  

 

嚴婆田村是福建省龍岩市長汀縣南山鎮轄下的一個行政村，由石

哩崗、林哩、1樓梯垻和下垻等四個自然村組成，位於汀江支流南山河

北溪下游，「北與大田村接壤，東與連屋崗村重山隔望，南與河田鎮

群山相連」，群山環抱，南北縱開，南朱公路穿村而過。嚴婆田是一

林姓血緣村落，人口有 1,286 人，面積約 2.5 平方公里，多為山地及

森林所覆蓋，耕地面積只有 7,500 畝。林哩是村子的行政中心所在，

林氏總祠堂（即嚴婆故居）也在此，另有兩間小雜貨店及一間水電五

金材料行，2村辦公室樓下有幾張桌子，是村裡老人家打牌消遣時間的

地方，早上和下午兩個時段，總有近十來位村民聚集，以男性居多，

算是平時村裡較熱鬧地方。至於村子的信仰中心，無論是村廟福主公

王廟、嚴佛庵（佛寺）、公太廟、五顯公王廟，或嚴慈宮（奉祀嚴婆）

等，除早晚固定前去燒香的人之外，平時少見有村民在活動。村裡的

年輕人多出外打工，故平日村子顯得格外安靜。 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「林哩」即是村民口中的「村裡」，因政府部門製作門牌時錯將「村」的字誤植

為「林」。同樣情形也發生在嚴福庵的門牌上，村民稱該庵所在之小地名為「上

垻」，然官方的門牌卻是寫著「下埧子」，不僅與「下垻」混為一談，同時又莫

名多了一個「子」，這是村民無法理解，但也表示只能將錯就錯。就目前而言，

「林哩」和「下垻仔」恐只會出現在官方的行政檔上吧！  

2 村子也就只有這三家小商店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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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 嚴婆的口頭傳說與文字「歷史」  

 

「嚴婆田」此一林姓村落，據說原稱「堯和田」，早期曾住有涂、

楊、羅、賴、董、焦等十餘姓，因眾姓和睦而得名。爾後更名為「嚴

婆田」，傳說與林姓嚴婆田開基始祖林友成及祖妣涂蘭馨有關。據林

氏後裔所稱，林姓祖先來自河田，據傳於元代時林姓祖先打死了知縣

而遭禍，3林友成自汀州西陲古城落難到此。據《嚴婆田林氏族譜》載，

林姓在嚴婆田開基大約在元朝正年間（ 1366 年）， 4給涂姓富有人家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 關於河田林姓（大官陂）的傳說：「林姓為保全本族具有好風水的祖墳，竟合

族把倡議修水圳的知縣（又傳為修大官陂的鄭元吉）打死，以致犯下命案，舉

族遷移。據說一部份遷到了南山鄉的『繞河田』，另一部份遷到了上杭縣官莊鄉

的迴龍村（俗稱龍下），另有外遷到廣東、浙江、江西等省的。這個傳說筆者在

上杭迴龍作調查時曾多次聽說。而且迴龍林姓的傳說中有具體年代，傳說曰 ：

公元 1366 年，知縣下令在河田開條大水圳，水圳要經過林氏的一個祖墳。由於

祖墳海螺形，如生龍開口，晝開夜合，知縣精於堪輿，教唆用礱糠燒馬屎破壞

其祖墳。林氏見墳上被鑿開，氣憤之至，殺死知縣，遭官禍，子孫四處潛逃到

汀、杭、武、連、寧、清等地，百十郎公遷迴龍……由此可知，迴龍林姓傳說

與河田所流傳的『河田大官陂的傳說』主要情節大致相同。」參見余興紅、鍾

晉蘭，〈河田集鎮的宗族、經濟及神明〉，楊彥杰主編，《長汀縣的宗族、經濟與

民俗》（上），香港：國際客家學會、法國遠東學院、海外華人資料研究中心，

2002 年，頁 351~411。關於林姓逃離河田的傳說，另見張鴻祥，〈長汀知縣河田

集鎮的民俗〉，楊彥杰主編，《汀州府的宗族廟會與經濟》，香港：國際客家學會、

法國遠東學院、海外華人資料研究中心， 2002 年，頁 110~111。  

4 林桂華初稿，林乃文、林文清整理，〈嚴婆田村名的由來〉，  汀州嚴婆田林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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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長工，後與涂家女兒涂蘭馨共結連理，涂女懷有身孕時，林友成執

意欲返回古城家鄉，涂女乃謀使丈夫留下並拓展家業，林姓自此便在

嚴婆田開枝散葉。援引該譜，如下：  

 

友成……漂落到汀州南山垻，經好心人介紹到現今嚴婆田幫一

涂姓富戶看牛、打雜。……主人將女兒配於他，……不覺數年，

友成妻涂氏已身懷六甲。此時，友成欲攜妻返鄉生育。其妻不

想離開此地，便勸丈夫不要回去。友成想：在岳家生育多有不

便，……執意回古城。友成將行李收拾一番，並將自己請人用

古木雕刻的最心愛的家神土地身像放在行李中，準備返鄉。其

妻乘夫不備，悄悄地將土地身像請回原處。友成待起程後看土

地身像還在原處，不得不又返回奉取。如此三次。友成心想：

莫非土地公要我留在此定居不成 ?難道這是天意 ?不得已向岳

父說明此事。岳丈已知女兒心思，答應友成在住宅右邊的黃竹

兜下搭一茅棚，讓其女兒生育。此後友成夫妻生兒育女，定居

下來，後將茅棚建成祠堂。當友成明白土地身像不願走的真實

緣由後，對其妻說： “罷，罷，罷 !你這婆娘也嚴厲的，此地因

你而起，就叫 ‘嚴婆田 ’吧！其妻……隨口回道 “嚴婆嚴婆，無婆

無著落 ;莫嫌嚴婆嚴，肇始嚴婆田；聽句嚴婆言，根深葉茂萬萬

年 !”5 

 

上引可知，「嚴婆田」一名與林姓開基祖妣涂蘭馨有關之典故。同時

也指出，「嚴婆」所指正是林姓開基涂氏太婆（涂蘭馨），至於原有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族譜編撰委員會編，《嚴婆田林氏族譜》， 2002 年，頁 24〜 25。  

5 同上，頁 28〜 29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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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姓居民，在林姓開基後就都陸續遷移他處了，嚴婆田於是成為單

姓村落。  

 

上述涂氏太婆三次使計挽留下丈夫（友成公）奠基的故事，是嚴

婆田村民對其開基先祖較為熟悉的傳說，除此之外，能採集到的口頭

傳說相當有限。原因與文化大革命有很大的關係（詳後），加上懂得

村子過去的歷史與文化之長者不斷凋零，例如林梁華、林雄飛、林自

成及林自南等人。文革後，直到近 2000 年修族譜時，村裡一些菁英

才意識到即將消失之傳統文化保存的重要，便開始蒐集村民記憶中的

歷史與文化。其中，關鍵的人物是十世祖正卿公派下第十九世裔孫林

文清，在田野地（嚴婆田村）可以蒐集到有關嚴婆之文字資料多為他

所撰，諸如：廟宇、祠堂裡的碑文、《汀州嚴婆教化經訓》等。林文

清並將前述資訊轉換成等 QR Code（二維條碼），貼在供奉嚴婆的嚴

慈宮、林氏總祠堂（嚴婆故居）和老家的門口，民眾只要以手機自行

掃瞄，即可知道嚴婆的相關訊息。6除 QR Code 外，林文清在「微信」

（wechat）開設有「客家嚴婆情」公眾號， 7隨時更新嚴婆相關訊息。

當然，相關訊息也是由林文清所發佈，訊息內容多半是政府單位、公

司行號或組織到嚴婆田村參訪的消息。林文清也於《客家縱橫》、《長

汀史資料》等報刊發表與嚴婆有關之文章，並以「汀州客家暨嚴婆女

性文化研究學者」身份自居，可說是「嚴婆女性文化」的重要推手。

其他像一些發表於期刊之有關嚴婆論文，諸如陳桂蓉〈民間家訓的社

會倫理功能及其啟示―以汀州客家嚴婆田村為例〉、8曾冰潔〈福建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  林文清將已蒐集或所撰關於嚴婆信仰等資料錄成《嚴婆情韻》，正籌措經費出

版中。  

7 「微信」（ wechat）為智慧型手機及電腦使用的一種即時通訊軟體。  

8  陳桂蓉，〈民間家訓的社會倫理功能及其啟示 ―以汀州客家嚴婆田村例 〉，《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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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汀縣嚴婆信仰〉、9黃陳芳〈一種和諧的性別文化 ―對 “嚴婆 ”崇拜現

象的探究〉等文， 10其內容均不脫林文清所編撰之資料。  

 

只是，在田野調查過程中可以發現，村民對於開基祖的傳說所知

相當有限，一如前述；村民對於林文清所編輯的內容幾乎是不熟悉的，

諸如：涂氏太婆誕生有祥異，嚴婆係為開基祖林友成之兩位夫人涂蘭

馨和楊金珠之合稱，或嚴婆又稱為「嚴婆玉神」、「嚴教女神」、「嚴慈

夫人」、「昭明聖婦」、「國家元真」等說法。但無論如何，林氏族人崇

祀他們的開基祖妣涂氏太婆（嚴婆），除祖先的身份外，也將之視為

神明奉祀於廟裡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德與文明》，第 4 期， 2015 年，頁 125〜 128。。  

9 曾冰潔，〈福建省長汀縣嚴婆信仰〉，《客家縱橫》，第 1 期（總第 93 期）， 2018

年，頁 32~40。  

10 黃陳芳，〈一種和諧的性別文化 ―對 “嚴婆 ”崇拜現象的探究〉，《福建教育學院

學報》， 2008 年，第 4 期，頁 37~40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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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 奉祀嚴婆的「嚴慈宮」  

 

至於奉祀嚴婆的廟宇，據林姓族譜所載為「嚴婆庵」，該庵：  

 

座落於嚴婆田村早禾生，座南朝北 (座空向空 )，始建於明

神宗萬曆三年即西元一千五百七十六年，是林氏後裔為紀

念先祖妣涂氏太婆而建。涂氏因恭請土地神像規勸丈夫定

居嚴婆田，並訓誡後人崇文尚武，守家立業，光耀門風，

成為嚴婆田歷史上一位威儀一方的女性，故地名用 “嚴婆

田 ”命名。……庵內供奉著 “嚴婆玉神 ”，每逢六月初六 (禾

苗成熟 )、七月七日 (鵲橋日 )、和八月初八，遠近男女老少

皆到庵中為 “玉神 ”上香供奉。明熹宗天啟年間，庵堂擴建，

庵內菩薩增多，除嚴婆玉神外，還供奉著三寶大佛、觀音

菩薩、左右有二十四位諸神、十八尊羅漢、側旁有牛王菩

薩、吉祥菩薩、雷公、雷母、地藏王菩薩，還有彌陀佛和

五穀真仙……。  

 

……庵內尼姑數眾，……。隨著時間的推移，到二十世紀

五十年代，庵內尼姑漸少，供奉者也日趨減少，隨著 “破四

舊 ”熱潮，庵內設施幾乎全被破壞，庵房也近乎全坍，隨著

“平整土地 ”到來，整庵已夷為平地，實事悲哉 !11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1 汀州嚴婆田林氏族譜編撰委員會編，〈 “嚴婆庵 ”與 “嚴婆玉神 ”〉，《嚴婆田林氏

族譜》， 2002 年，頁 261〜 262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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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引載述嚴婆庵建造於萬曆三年和擴建的時間是不可靠的。林姓開基

祖、妣（林友成、涂氏太婆）在嚴婆田基奠，至今繁衍 22 代，若一

代以 25 年來計算，距今有 425 年，依此推算，可知林姓開基祖妣生

活的年代大約是在明朝萬曆 21 年前後（西元 1593），因此，嚴婆庵

創立的時間是不可能早於萬曆 21 年。另嚴婆庵擴建於天啟年間（ 1620

〜 1627）一說，同樣不可信。至於嚴婆庵座落地點―早禾生，據筆者

田野的調查，過去早禾生那裡的確有一間廟宇，已毀於文化大革命，

至於是否稱為嚴婆庵，或專祀嚴婆則無從得知。  

 

目前奉祀嚴婆的嚴慈宮位在村子水口附近的上垻（見圖一），廟

宇 2013 年底竣工，正式竣工儀式是在 2015 年 1 月 8 日，可知嚴慈宮

的歷史很短。事實上，村裡的廟宇，諸如福主公王廟、嚴福庵、五顯

公王廟、同心橋上的媽祖神像、楊大伯公廟、鎮武祖師廟、社令真官

及公太廟等，都是近幾年才重建完成。眾所皆知，中國大陸於 1966 年

至 1976 年經歷了「文化大革命」，嚴婆田村也不例外。嚴婆田的民

間文化，尤其民間信仰方面受到相當大的衝擊，據筆者的田野調查，

村裡所有的菩薩及廟宇全毀於文化大革命，並非如曾冰潔於〈福建省

長汀縣嚴婆信仰探析〉一文所言：「在文化大革命期間，許多民間信

仰曾一度遭到沖擊，甚至被迫中斷。……然而，嚴婆田地處閉塞的山

區，形成一道天然的屏障，使嚴婆信仰受到外來文化的沖擊較小，客

觀上保障其仍處於原生態的狀態。」 12筆者初到嚴婆田造訪時，發現

村裡的廟宇年代最早的是重建於 2001 年的嚴福庵，可說是相當晚近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2 曾冰潔，〈福建省長汀縣嚴婆信仰探析〉，《客家縱橫》，第 1 期（總第 93 期），

2018 年，頁 36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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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事，甚至村廟福主公王廟於 2016 年年底才重建完成。或因重建的

廟宇多未落款時間，故即使重建的年代不遠，村民也很難確切的告訴

您竣工時間，一切顯得有些傖促，嚴婆田的歷史與文化彷彿才正要自

文化大革命的灰燼中重生。  

 

早在嚴慈宮完竣前，村民已將涂氏太婆的神像塑好並開光，奉祀

在嚴福庵（佛寺，建於 2001 年）的左側廂房有十多年，爾後在嚴慈

宮興建落成才遷入。嚴婆神像由隔壁大田村吳姓師父所塑，吳師父依

嚴婆田村耆老的要求為藍圖來雕塑（圖二），神像造型為左手拿書、

右手持劍，坐鎮於嚴慈宮正中央，左右兩側另祀有文武財神。嚴慈宮

為一進落建築，神龕上方有一匾額「女儀萬方」，入門抬頭即可見大

樑上另一匾額書寫著「嚴婆靈驗訣」：  

 

嚴婆玉神，聚華涵英，嚴面慈心，福澤萬應，舉善化冥，逢事

吉引護〔護〕佑華廈〔夏〕，海宴河清，龍鳳呈祥，風調雨順，

賢德永盛勤律廉明，壽康美滿，家國榮興，神品賜恩，思鄉念

親子孫姑嫂，代代香馨……。 13 

 

左右兩側牆壁掛有關於嚴婆的介紹（圖三），標題諸如 :「嚴婆玉神」、

「嚴婆訓誡」、「嚴婆田情緣特產」、「嚴祠〔應為「慈」之誤植〕

宮」、「嚴婆教化 “六三 ”經」，以及「嚴婆田特色會慶」等，另如前

述有「二維條碼」（QR Code）供外來遊客掃瞄，以獲得關於嚴慈宮

及嚴婆文化的相關資訊。嚴慈宮正面外牆另掛有「汀州嚴婆覲明園景

區嚴福庵特色文化景區簡介」及「中國・汀州・嚴婆田女性、家庭德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3 嚴婆田龍岩同村會恭立， 2014 年冬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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馨教育基地」。  

 

至於嚴慈宮正前方約 15 公尺處目前另設有兩個敦，形狀如同筆

架狀，稱之為感恩敦（圖四），敦上分別有一小祠，首先是奉祀涂氏、

楊氏太婆的父母，另一奉祀的是媽祖（天上聖母），兩個小祠均以石

碑作為崇祀的象徵。據筆者的田野調查，此感恩敦乃晚近為發展以「嚴

婆女性文化旅遊」的品牌才設，過去僅有媽祖而已。  

 

嚴慈宮（與鄰近的佛寺嚴福庵及奉祀孔子的青雲閣）所處的地點

並非是村子的中心，平時人煙稀少。近來，在村裡有識之士的極力推

展下，聚焦於尊女、以女為貴的推崇，以及嚴婆的家風家教之建構，

符合的國家政令的宣傳，可以說成功的打造出「嚴婆田女性文化村」

的品牌，故經常有黨、政府單位、婦女團體或公司行號等組團到村參

訪，例如 2018 年有「長汀總工會嚴婆田女性文化村參訪活動暨汀州

客家嚴婆家風家教道德講壇」、「孝親好媳婦，春風慶三八活動暨汀州

客家嚴婆家風家教道德講壇」、「信益集團各地代表訪嚴婆田女性文化

村」、「汀州城區婦女代表嚴婆田慶三八活動暨汀州客家嚴婆家風家教

道德講壇」、「文明家風：中國移動長汀分公司舉行家風家教學習活動」、

「國家統計局長汀調查隊慶三八暨汀州客家嚴婆家風家教道德講壇」、

「共青團龍岩市委書記等人考察嚴婆田女性文化村暨家風家教示範

基地」、「漳州市政協副主席楊勝華及有關委室領導一行在龍岩市政協

領導、長汀政協領導陪同參訪嚴婆田村 ”女性文化暨家風家教古村落」、

「廈門大學經濟學院社會實踐項目考察團」、「廈門旅遊接待組織」、

「長汀住建局」等單位活動，另有自駕到村子來參觀，嚴婆田似乎成

已成了福建的文教基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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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 嚴婆的慶典  

 

嚴婆又稱「嚴婆玉神」、「嚴教女神」、「嚴慈夫人」、「昭明聖婦」、

「國家元真」等， 14關於嚴婆的祭典日期實是眾說紛紜，據《嚴婆田

林氏族譜》載述為：「每逢六月初六（禾苗成熟）、七月七日（鵲橋

日）、和八月初八，遠近男女老少皆到庵中為 “玉神 ”上香供奉。」15林

文清撰有之〈嚴婆田特色會慶〉（也公告於嚴慈宮內）則言明是「三

月三」和「九月九」，且內容相當精彩及富有特色，如下 :  

 

【三月三】：傳說中嚴婆玉神（又稱嚴教女神、嚴慈夫人、昭

明聖婦、家國元真等，與媽祖合稱姑姪之神，是全國唯一一處

以“嚴”為律、以“婆”為尊的崇戒教育肅風正紀典範）的生

日（其實應為塗、楊二夫人合聖起祀的日子）。這天，嚴婆田

親朋好友，男男女女，外出踏青，娛樂交流；到九曲溪邊觀賞

鯉魚，應尋命數（見九魚則為顯達、恭人之命、見十八魚則為

卿宦、淑人之命、見三十六魚則為宰相、夫人之命、見五十四

魚則為天子、皇后之命，見七十二魚則為神仙之命——民諺曰：

三月三，嚴婆鯉魚照好命）；而因鯉魚是嚴婆田的神魚，故觀

賞之時，亦要到龍門灘鯉魚亭邊敬拜、放生鯉魚。同時，人們

尤其還要到嚴慈宮、嚴福庵及桐樹母親前敬香禮拜，祈告許願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4 林文清採錄，《汀州嚴婆教化經訓》，汀州嚴婆田女性文化村嚴慈宮重印（未註

明刊印日期。）  

15 汀州嚴婆田林氏族譜編撰委員會編，〈 “嚴婆庵 ”與 “嚴婆玉神 ”〉，《嚴婆田林氏

族譜》， 2002 年，頁 261〜 262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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誦念《嚴婆淨儀令》《嚴婆靈應訣》《嚴婆醒世言》《嚴婆戒心

歌》《婚房四寶歌》《嚴婆禮頌》《嚴婆六三（教化）經》《嚴婆

訓誡》《嚴婆童歌謠》及《觀音經》等其他相關佛經，並定下

九月初九嚴婆出巡活動輪值操辦事宜，在安排好龍鳳燈製作、

馨香娘娘人選、執事人組合分工等事宜並啟告嚴婆玉神後，由

這些人每天早晚到嚴慈宮、嚴福庵禮香、上燈等，直到九月初

九以及正月十二嚴婆巡遊禮慶活動結束。  

整個活動中，男人們主動承擔家務，做好婦女們的保障。  

 

【九月九】：是汀州客家嚴婆田村九月初九特有的女性文化節

日——民諺曰：九月九，嚴婆龍鳳燈煜煜。這天清晨（越早越

好），伴隨著鼓樂笙歌，全村及外來親朋中的老少婦女帶上香

燭貢品及特備的草鞋、繡品、花彩、鏡子、紅絲線、團圓扇等

爭先恐後地前往嚴慈宮、嚴福庵及桐樹母親前敬香祈拜，承應

沾福（經嚴婆沾驗熏澤的上述物品帶回家後可作各種心願喜

符），還願求籤。宮中舉行萬福法事，誦念《嚴婆淨儀令》《嚴

婆靈應訣》《嚴婆醒世言》《嚴婆戒心歌》《婚房四寶歌》《嚴婆

禮頌》《嚴婆六三（教化）經》《嚴婆訓誡》《嚴婆童歌謠》及

《觀音經》等其他相關佛經。三月初三時選出的各執事人員（除

舞龍燈者外其他全為婦女）在馨香娘娘的主持下，還要把準備

好的龍燈、鳳燈引入嚴慈宮，祈請嚴婆賞看授靈，準備出巡。

在主持人馨香娘娘的指揮下，眾人先將出巡神轎置於嚴婆原像

旁邊，在嚴婆原像前擺上時鮮果品及三碗九曲溪清水後，一邊

焚香跪拜，一邊口念訣語：“嚴婆威，嚴婆明，嚴婆教澤永記

心，今日風香顯彩雲，拜求開恩來出巡，信士儀仗龍鳳燈，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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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賞看授神靈，龍鳳呈祥家國盛，千家萬戶永安平！”跪拜乞

誦九遍後，全體鞠躬上香，馨香娘娘用供奉清水點畫龍鳳雙眼、

含噴參加執事的人們，以示龍鳳得靈、開啟神功。緊接著，鼓

樂笙歌響起，銃炮齊鳴，龍燈鳳燈對應著並排起舞，迎請嚴婆

出巡。出巡時，拜別桐樹後，前面神銃隊開道，再由馨香娘娘

在左右女童打傘接應的陪伴協助下，手持團圓扇于前面引導指

揮，並用密閉錦盒接取沿途男女信眾的心願紅包，每接取一樁

心願，便用團圓扇在送願人身上扇三下風，表示心願會隨圓滿

之風通達天地嚴婆，以佑其情圓意滿。馨香娘娘後面，即為在

回避、肅靜、寶傘等儀仗引護下隨轎出巡的嚴婆玉神（即另塑

的坐轎神像），沿途接受男女信眾的跪拜迎送。嚴婆神轎後面，

跟著鼓樂笙歌，鼓樂笙歌後面，即為龍鳳並行雙隊。龍燈為男

子舉舞，前引為棒托罩繡龍珠；鳳燈為女子舉舞（兩條長尾由

雙叉棒托舉），前引為棒托雙面神鏡。龍鳳燈後面，為童男童

女扛舉的彩旗隊，彩旗隊後面，為村中及外來的其他善男信女。

一路龍鳳呈祥，浩浩蕩蕩。全村巡遊完畢，巡遊隊伍護送嚴婆

鑾駕回到嚴慈宮，拜請嚴婆回歸寶座。拜請時，將龍燈鳳燈分

別擺於兩側，將出巡神轎擺回嚴婆原像旁邊，全體對著神轎跪

拜三次，再由主持人馨香娘娘念誦訣語：“嚴婆威，嚴婆明，

嚴婆教澤永記心，今日風香顯彩雲，出巡圓滿送福馨，八方信

士得恩蔭，請你回鑾坐寶身，龍鳳呈祥家國盛，千家萬戶永安

平！”三遍過後，主持人馨香娘娘向出巡神轎躬身做個虔誠的

“請回神位”手勢，並同時嘴上說出，然後旁邊人員將神轎抬

至一邊安置，大家接著轉移到向原像的焚香跪拜。這時鼓樂笙

歌響起，樂聲過後，全體人員由馨香娘娘領誦“嚴婆威，嚴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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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，嚴婆教澤永記心，今日風香顯彩雲，出巡圓滿送福馨，八

方信士得恩蔭，請你回鑾坐寶身，龍鳳呈祥家國盛，千家萬戶

永安平！”六遍，然後禮畢，信眾親朋各自帶上香火回家團聚

娛樂，執事人員到承辦眾戶家中用餐交流。  

 

下午、晚上，執事人員繼續從嚴慈宮中請出龍鳳燈，由馨香娘

娘引導指揮，至全村各處舞樂送福，並繼續用封閉錦盒接取男

女信眾的心願紅包。每至場地寬闊或有桐樹處，進行龍鳳燈舞，

在龍鳳燈的舞動與映照中，男女信眾亦一齊起舞，互娛互樂，

互祝互勉，把節慶一次次推向狂歡的高潮。  

 

九月初十上午，全體執事人員要回到嚴慈宮，焚香跪拜之後，

選出三位最德高守信的代表（馨香娘娘必選，再選兩位），在

一旁查驗確定並秘密打開心願錦盒，登記分類各人心願所求及

紅包禮金（惡願除外）。心願所求因涉及各人秘密隱私，三人

必須面對嚴婆表示絕對永遠守密，否則天誅地滅，並在日後每

逢初一十五均分別幫助祈拜嚴婆護佑成全。然後把所有心願原

件（惡願除外）啟告焚化于嚴婆靈前，請求嚴婆知曉成全。對

於其中有些可以人工助力的（如男女姻緣、人際交往等），三

人必須設法促成——促成其事者，一方面將更受人敬重，自得

舒心，另一方面，受益人也會報以大禮，心恒感激。而神慶活

動中所受的紅包禮金，則平均分發給執事人員，以示清正神恩。 

 

正月十二活動，則正月初五開始延備，延續到正月十五、十六，

過程一樣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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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部活動結束，回歸日常朝拜。龍鳳燈可聖潔收藏留作續用，

至不能用時，於正月十六最後用完後禮送焚化于嚴慈宮前九曲

溪邊桐樹下，口誦：“桐樹引鳳凰，龍鳳來呈祥，火紅又火旺”

等吉願祝語。活動中三位德高望重的婦女，既是活動時的中心

人物，其實也成為日常生活中的中心人物，令人尊敬仰慕。  

 

整個神慶活動中，男人們主動承擔家務，做好婦女們的保障。

16 

 

上引，關於嚴婆的祭典是否真如上述，恐值得商榷。因為除上述日期

之外，也有耆老說嚴婆的祭典是在「七月七」打醮等。因此，單就嚴

婆祭典的日期就眾說紛紜的情形下，祭典的內容恐難如上述所載之詳

述。總之，上述問題對村民而言，在實地的田野調查過程中很少有村

民可清楚表明，原因或許仍與文化大革命有關吧！一如前述，村裡的

廟宇全毀於文化大革命，加以社會主義對於信仰總視之為封建迷信觀

念的壟罩下，一直至 2000 年左右，部份村民逐漸意識到傳統文化保

存之重性。  

 

目前，村裡聘有一位村民每日早晚到嚴慈宮上香，以及每逢初一、

十五嚴福庵有唸經時，唸經的婦女在嚴福庵唸經告一段落之後，會利

用空檔順道到嚴慈宮唸經。農曆 3 月 3 日和 9 月 9 日是嚴慈宮唸經的

日子，在這兩個日子裡，村裡會唸經的數位婦女一早備妥香燭及水果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6 林文清採錄，《汀州嚴婆教化經訓》，汀州嚴婆田女性文化村嚴慈宮重印（未註

明刊印日期。）；林文清、〈嚴婆田客家特色會慶〉，《長汀文史資料》，第 46 輯，

2015 年，頁 283〜 286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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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來到嚴慈宮，眾人合力將嚴慈宮內外打掃一番，擺好祭祀用的香燭

及供品後，婦女便開始唸經，唸經的婦女平均約七十多歲，婦女唸經

時有兩三位上了年紀的男性村民在拜墊上跪拜。農曆 3 月 3 日和 9 月

9 日在嚴慈宮所唸的經不是佛經，而是前述第十九世裔孫林文清所採

錄的《汀州嚴婆教化經》。《汀州嚴婆教化經》以影印簡單裝訂（共

計 58 頁），收錄有〈嚴婆田女性文化村簡介〉、〈淨儀令〉、〈嚴婆

靈應訣〉、〈嚴婆醒世言〉、〈嚴婆禮頌〉、〈嚴婆教化「六三」經〉、

〈嚴婆訓誡（部分）〉，等等。在嚴慈宮所唸的經並非該文本全部，

而是部份如下：  

 

《淨儀令》  

【啟告請神】：  

 

嚴婆威，嚴婆明，弟子誠心奉上敬，教佑男女福安泰，家榮國

昌萬代興 ! 

（啟告請神語為相關場合的通用語）  

 

【正文先念誦一遍再以《嚴婆調》唱三遍：】  

 

天地清明，普澤惠蔭，祥瑞浩蕩，福恩充盈。華夏雄俊，閩汀

威靈，邪惡鎮滅，正聖同欣。家國教引，自有宏命，委附嚴婆，

萬萬朝覲。眾生感幸，特備禮珍，祈拜於前，肅穆精誠。衣冠

嚴謹，六根悟靜，供奉至殷，氣宇虔勤。心為意蘊，首即澄淨，

收斂聚凝，無染毫塵。口為心音，自當滌淨，以表以呈，鑒言

鑒形。身為口印，必先潔淨，軀體爽馨，祈禱靈聖。香燭果品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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伏維獻敬，尚饗尚應，永照吉星……  

 

【結語眾念】：做人要勤正、做官要廉明、做事要順天―  

 

《嚴婆禮頌》 

 

【正文眾人《十二月古人》調唱】（林梁華生前採集）：  

眾唱頌歌唱嚴婆，嚴婆傳說有許多。自幼學文又習武，年少

有志聲威高。  

大明朝中友成公，家道中落來做工。涂楊家中招留用，理家

打雜事事通。  

主人看中喜在心，將女許他配終身。嚴婆友成心相印，建家

立業兩同心。  

日久友成思鄉親，嚴婆巧計勸夫君。此地村庄福氣旺，勤勞

爭得事業興。  

嚴婆從小拜觀音，冥通佛禪慈仁深。挽留友成三點化，三請

土地留夫君。  

嚴婆公悟家業成，以取村名念舊情。此村就叫嚴婆田，根深

葉茂萬年春。  

從此岳丈也歡心，竹叢茅舍給安身。嚴婆友成勤發奮，夫妻

生活日日新。  

友成尊妻一片心，嚴婆沐聖律德行。相夫教子傳千古，感化

賢明上青雲。  

嚴婆神威感土地，托教頑劣成真仁。世間善惡與清濁，諄諄

告誡要反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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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人誠心敬嚴婆，萬曆三年建庵堂。天啟年間重擴建，規模

宏大氣勢強。  

嚴婆玉神坐堂上，靈應濟事遠名揚。歸心草鞋相思飯，更有

鯉魚呈吉祥。  

客家鄉村有流傳，嚴婆善事說不完。嚴婆面前燒炷香，老公

顧家後增光。   

 

【結語眾念】：做人要勤正、做官要廉明、做事要順天―  

 

 

《嚴婆教化『六三』經》  

 

【正文《十二月古人》調唱】：  

尊天  尊國  尊家  

 

甲：嚴是嚴婆經，要用心，『三尊』教化聽分明：  

眾：聽分明，要用心：  

 

乙：尊天―  

眾：鴻蒙浮升蒼宇闊，澤耀地坤萬物勃，白日青天証因果，

星月風雷自忖度。  

 

眾：聽分明，要用心：  

乙：尊國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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眾：炎黃華夏毓東方，風雲聚煉鑄國光，龍鳳子孫同福患，

景仰捍衛勇擔當  

眾：聽分明，要用心：  

 

乙：尊家―  

眾：物類有藪人有家，三生修得親緣在，祖宗父母為根本，

妻子兄嫂記心下。  

 

 

重母  重妻  重女  

 

甲：嚴是嚴婆經，要用心，『三重』教化聽分明：  

眾：聽分明，要用心：  

 

乙：重母―  

眾：花樹結子心連心，結得子來撫恩深，萬物尋本人思母，

山海如前報不清。  

眾：聽分明，要用心：  

 

乙：重妻―  

眾：三世修行今成婚，興家感德妻為尊，妻賢夫貴子女勝，

有妻有家萬業根。  

眾：聽分明，要用心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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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：重女―  

眾：天上星宿明華華，落賜家中化金釵，有女贏得家身重，

姑嫂天倫樂開懷。  

 

 

嚴教  嚴行  嚴省  

 

甲：嚴是嚴婆經，要用心，『三嚴』教化聽分明：  

眾：聽分明，要用心：  

 

乙：嚴教―  

眾：陶過模具樑過線，世上做人教要嚴，耕讀禮義立身基，

成業濟世興門面。  

眾：聽分明，要用心：  

 

乙：嚴行―  

眾：處世警責嚴律範，居鄉居外孝忠良，感恩泯怨樂施助，

喜怒行止常思量。  

眾：聽分明，要用心：  

 

乙：嚴省―  

眾：世事紛繁唯警正，功過得失捫心問，對天照月求無愧，

驕橫恭正結局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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勤善  勤勞  勤進  

 

甲：嚴是嚴婆經，要用心，『三勤』教化聽分明：  

眾：聽分明，要用心：  

 

乙：勤善―  

眾：善惡因果投胎來，世人心腸各分差，滅惡揚善勤守度，

忠信仁孝傳萬代。  

眾：聽分明，要用心：  

 

乙：勤勞―  

眾：頭髒肢體神賜分，採拓墾殖巧思存，世間富貴無他徑，

勤字當頭萬業本。  

眾：聽分明，要用心：  

 

乙：勤進―  

眾：人來世上赤溜溜，跌落爬起為成就，平時思奮成思進，

艱難吉順不停留。  

 

 

守義  守禮  守成  

 

甲：嚴是嚴婆經，要用心，『三勤』教化聽分明：  

眾：聽分明，要用心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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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：守義―  

眾：物藏骨節人藏氣，待人行事重情義，感恩弘德多體讓，

人前人後終如一。  

眾：聽分明，要用心：  

 

乙：守禮―  

眾：天肇萬靈各有序，長幼上下人得體，言行風貌需謙持，

拜請待處思節儀。  

眾：聽分明，要用心：  

 

乙：守成―  

眾：事業有成人生喜，守護發揚莫得意，成由勤警敗由驕，

承前啟後家身立。  

 

 

棄惡  棄非  棄偽  

 

甲：嚴是嚴婆經，要用心，『三棄』教化聽分明：  

眾：聽分明，要用心：  

 

乙：棄惡―  

眾：一絲惡念萬孽源，惹是生非自作賤，棄惡向善洗心面，

好樣好式家風顯。  

眾：聽分明，要用心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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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：棄非―  

眾：人行四方循大道，詭陰貪邪為警告，暫除悖離明正理，

從真從善從美好。  

眾：聽分明，要用心：  

 

乙：棄偽―  

眾：虛偽包藏小雞腸，待人接物裝模樣，天星人心終分曉，

真誠坦蕩自馨香。  

 

【結語眾念】：做人要勤正、做官要廉明、做事要順天―  

《明世宗皇帝御題》  

【正文《十二月古人》調唱九遍】：  

 

林姓寶貴勝中華，三狀四眼六探花。五會七解八宰輔，九尚

十世作卿家。  

進士二百腰金帶，舉人一千帽烏紗。貢監生員難屈指，郡州

府縣水堆沙。  

 

【結語眾念】：做人要勤正、做官要廉明、做事要順天―17 

 

 

2017 年的 9 月 9 日（農曆）筆者曾經與誦經，發現唸經的婦女

對上述文本並不熟稔，或許是並非所有村民都有此份文本，以及文本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7 林文清採錄，《汀州嚴婆教化經訓》，汀州嚴婆田女性文化村嚴慈宮重印（未

註明刊印日期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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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發的時間其實很遲的事―是 2017 年 1 月才發送。除農曆 3 月 3 日

和 9 月 9 日之外，村幹部文書另表示，目前老人協會打算將另雕刻一

尊尺寸較小的神像，在每年正月初四和 7 月初四三將公王遊村時，好

將嚴婆一起抬出遊村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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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 嚴婆故居―家風家教推展中心  

   

嚴婆故居位於林哩（村部）（圖五、六），嚴婆故居其實也是林

姓宗族的總祠堂（香火堂），也是村民口述傳說中他們的開基祖、妣

林友成及涂太婆成家定居之所。此一祠堂於 2013 年重新修繕完成，

至於祠堂最早建立的年代，據祠堂內〈林氏宗祠重修前言〉碑文載 :  

 

嚴婆田林氏宗祠堂（嚴婆故居）位於村落中心，始建於明朝萬

曆元年，是嚴婆田開基祖、永發公兒子林友成及後來成為嚴婆

的涂氏、楊氏二位夫人及其兒女所建，故在敬祖睦宗、弘福榮

興之外，也成為 “嚴婆文化 ”的發祥聖地。  

 

然將此一始建於明萬曆元年之說，再對照前述族譜所言，奉祀嚴婆的

嚴婆庵為明萬曆三年（ 1575）， 18即可很清楚發現祠堂的建造年代是

不可靠的。至於〈林氏宗祠重修前言〉提及嚴婆田林姓開基祖為永發

公，此與族譜（ 2001 年修）記載雖是一致的，但在田野調查過程中，

嚴婆田村民都知道真正開基祖是永發公的兒子 ―林友公，林友成在嚴

婆田開基後，返家鄉將父親（永發公）的骨骸遷葬至嚴婆田，於是林

姓族人便將開基祖追溯至永發公。〈林氏宗祠重修前言〉另值得我們

注意的是，其指出「後來成為嚴婆的涂氏、楊氏二位夫人」，也就是

說，「嚴婆」所指稱的人物並非只有族譜提及的涂太氏婆，開基祖林

友成還有一位楊姓妻子。然有趣的是筆者在田野調查中幾乎採集不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8 同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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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何關於楊太婆的身份及事蹟，當筆者提問說嚴慈宮供奉的嚴婆是誰？

一些林姓老一輩長絲毫不考慮的回答是涂氏太婆，者甚至有 80 歲的

村民不知楊太婆也是開基祖妣。  

 

至於祠堂的建制與地理環境，〈林氏宗祠重修前言〉則提及 :  

 

宗祠為典型的汀州客家磚造木結構進棟橫連式建築，坐東朝西

向，總占地面積 1200 多平方米，背靠蒼翠的龍鳳山，面迎氣勢

恢宏的筆架峰，九曲溪從前沿環繞而過，四周田舍參差，雲天

廣暢，有蒼野騰舉之風，整體青磚黑瓦，翹角高懸，呈 “金鳳落

祥狀貌。 ”  

 

說明瞭林氏宗祠（嚴婆故居）乃是一風水寶地，而這正是林姓族人之

所以能在嚴婆田開枝散葉之合理化的依據。宗祠裡放有林姓歷代祖先

牌位，牆壁一如前述嚴慈宮四周全貼滿了與嚴婆有關的資訊（圖七），

例如有「嚴婆淨儀令」、「嚴婆醒世言」、「嚴婆教化『六三』經」、

「嚴婆教誡（部分）」、「嚴婆警世傳說」、「嚴婆童謠」、「嚴婆

教誡聯匾」等。現在林氏祠堂也成了宣揚嚴婆家風家教的講堂（圖八），

由前述第十九世裔孫林文清負責演講，前來聆聽的共青團、婦聯會、

政協等政府單位，及一些公司行號，另也有到此參訪的團體。祠堂外

牆掛有「汀州客家嚴婆傳統文化活動中心」、「嚴婆故居（家訓館）」、

「福建省家風家教示範基地」、「嚴婆家訓（教化經）」，以及（中

國移動長汀分公司）「家風家教學習基地」等牌匾，其中「嚴婆故居

（家訓館）」上載有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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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一日嚴婆田，勝似一百年 ”“走入嚴婆居，處世得先機”，嚴

婆故居即林氏宗祠，系嚴婆崇戒文化的發祥與弘揚聖地，現

辟為傳統文化家風家訓展示傳習場館。此祠位於村落中心，

始建於明朝萬曆元年，為典型的汀州客家磚木結構前映後圍

式應照建築，坐東南朝西北，背靠蒼蔥翠綠的龍鳳山，面迎

氣勢恢弘〔宏〕的筆架峰，九曲溪（太極河）從前沿環繞而

過，四周田舍參差，雲天廣暢，有蒼野騰舉之風，整體青磚

黑瓦，翹角高懸，呈“金鳳落洋”狀貌，總佔地 1300 多平方

米，與“嚴福庵”“嚴慈宮”合稱嚴婆文化“三嚴景觀”。

由圍欄月池、廣場、石桅杆、圍牆、前坪、門樓石獅、龍堘、

兩棟兩擺主體及後花台等構成，布局完整，形制獨異，題刻

精奇，意蘊深遠，八方聞名。尤其斜側門樓前一條奇特的石

砌的九龍堘，紋理精工，圖飾神秘，引津涵脈，更是絕無僅

有。後花台的雷劈曲張老樟樹，亦為神異一絕。蘇區革命時

期，這裡又是朱毛紅軍駐扎的中心遺址，相傳毛澤東、朱德、

林彪、羅炳輝等曾先後在此駐留。  

 

「嚴婆家訓（教化經）」則刻書有：  

 

嚴婆家風家訓源於明朝萬曆初年，由嚴教女神嚴婆教戒延傳而

來，是全國唯一女性號令引教的家風家訓，也是汀州客家唯一

系統留存的崇戒律教、肅風正紀瑰寶，它形式多樣，內容系統，

教戒全面，積極健朗，生動貼切，特色鮮明，是歷史傳統餽贈

的珍貴遺產。呈現形式上，有故事傳說、經文念誦、處世箴言、

匾額楹聯、歌謠指引、日常體現等等 ;處世指向上，有教人們



27 
 

如何敬畏尊崇、孝親敦睦、警正擔當、從善自省、待人接物、

自律感恩、交往共事、警省識人、勤苦進取、學習創新、戒除

惡習、自我調適、珍愛生命、順應自然的，等等 ;文化承傳上，

融合了古越尊女文化、客家遷徙披拓文化及中原榮譽進取文化

等民族文化精髓，是一種品韻雍深、健康向上的警的督勵緬文

化，是客家人感懷遷轉，從嚴治家，安本重教，披拓奮發的文

化觀念的美好寄託和神奇固化 ;時代意義上，對當前的家庭教

育、風尚教育、婚戀教育、愛國主義及勤政廉政教育，構建社

會主義和諧社會等等均有著切實而持續的催化警示價值。  

 

有時村幹部要宣揚政令也會在這舉行。只是，祠堂平時是上鎖的，只

在門外留下幾位可聯繫人的資訊，若有外人想參觀可與他們連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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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結論  

  

   綜上所述，位於福建西部長汀縣南山鎮轄下的嚴婆田，是一林姓

血緣村落，因林姓開基祖妣涂氏太婆而得名。村民認為林姓之所以能

在此開枝散葉是因涂氏太婆之故，村民將涂氏太婆塑像放在廟裡視為

神明崇拜。目前，村裡有識之士將崇祀女祖先神的此一傳統，注入尊

女、重女的新口號，打著「嚴婆女性文化村」的招牌，希望為村子帶

來新的契機，似乎已有些成效。這個至今仍未有公共運輸交通工具可

到達的小村子，偶而會迎來一些政府單位或遊客人到訪。村子近一年

來很明顯的在大興土木，修建堤坊、裝設有路燈，於奉祀嚴婆的嚴慈

宮周圍修築走道並整修成休閒公園。   

 

至於進一步較為周延及嚴謹的考證工作，恐有待時日，屆時或許

可期許此方面研究的第一部學術著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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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次：  

 

圖一：嚴慈宮  

 

 

圖二：嚴婆神像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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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三：嚴慈宮內介紹嚴婆的資訊  

 

 
圖四：感恩敦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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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五：林氏總祠堂（嚴婆故居）  

 

圖六：林氏總祠堂（嚴婆故居）前的桅杆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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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七：林氏祠堂內部  

 

圖八：林氏祠堂內部（宣揚嚴婆家風家教道德講堂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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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：出國報告 

出國報告(出國類別：考察) 
 

 

 

 

客家的女性祖先崇拜： 

以長汀嚴婆信仰為例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服務機關：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 

姓名職稱：黃萍瑛助理研究員 

派赴國家：中國大陸 

出國期間：2018年 6月 21日至 7月 4日 

報告日期：2018年 7月 10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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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目的  

 

(一 )緣起  

 在大陸客家地區，對女性祖先崇拜（即「婆太」崇拜）是十分

常見的現象，一些女性祖先後來甚至以祖先神之姿被崇拜，發展成為

跨宗族，或跨地域的信仰神祇。  

 

本計畫以福建龍岩市長汀縣南山鎮嚴婆田村的「嚴婆（太）」為

研究對象，嚴婆田村是一林姓單姓村落，嚴婆正是林姓的開基祖妣，

村名亦以嚴婆之名稱之。據瞭解，嚴婆故居成了林姓的總祠堂（「香

火堂」），此外，村裡另有奉祀嚴婆的「嚴慈宮」。換言之，嚴婆正

是以祖先神的形態被崇祀，就客家婆太信仰崇拜相關議而言，實是值

得吾人作進一步深究的個案。  

 

(二 )主題  

本次出差主要就研究課題―「嚴婆（太）信仰」進行田野調查，

計畫之實施，首要蒐集相關的文獻資料，採集相關的口頭傳說、地方

耆老的口述歷史，及記錄嚴婆崇拜的廟宇與相關祭祀或儀式等。  

 

(三 )原定計畫目標  

1.梳理嚴婆（太）信仰的形成與發展脈絡 ;  

2.奉祀嚴婆之「嚴慈宮」之歷史與發展 ;  

3.崇拜嚴婆之相關儀式等 ;  

4.嚴婆信仰隱含的文化意義的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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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過程  

 

首先，造訪以嚴婆（太）為主祀神的「嚴慈宮」及「嚴婆故居」

（林氏總祠堂），探究嚴慈宮建造的歷史及嚴婆奉祀的情形，並記錄

所有相關的碑文。  

 

其次，將嚴婆田村所有的廟宇，諸如嚴福庵、嚴慈宮、王顯公王

廟、社裡真官、福主公王、公太廟、鎮武祖師、楊大伯廟及媽祖廟等

均予調查，包括以輪祀方式奉祀的三將公王。  

 

此外，訪問村幹部 (諸如村長、書記及文書等 )、地方耆老、村裡

的儀式專家 (例如禮生及唸經的婆婆 )、地方菁英，也到長汀縣城採訪

雕塑嚴婆玉神的菩薩泥塑師等，藉此來瞭解本村過去的歷史，最主要

是關於嚴婆信仰的情形。  

 

再者，除採集耆老、儀式專家及菩薩泥塑師的口述資料外，也蒐

集相關資料，只是村裡的文獻資料幾乎闕如。  

 

最後，是參與觀察嚴福庵於農曆 15 日 (6 月 28 日 )例行的唸經祈

福儀式，及村民至嚴慈宮唸經之宗教實踐情形。  

 

三、心得及建議事項  

 

嚴婆田村的民間信仰及傳統文化受「文化大革命」的影響甚大，

所有的廟宇及神像在該次文化浩劫中全被毀滅，直至西元 2000 年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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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有識之士倡導之下，村裡才逐漸將原有廟宇興建。因而村廟的歷史

都很晚近的事，相關文獻資料鮮少，加上老者凋零快速，可受訪之長

者並不多，這無疑是本計畫執行上之侷限及困難處，故此一研究課題

實非一次或短期的田野調查即能有效達成目標。因此，建議類此研究

計畫之（田野調查）經費應多予以支持，使研究者在經費無虞之情形

下採長期蹲點式進行深入的田野調查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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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附錄 

 

圖一:嚴慈宮 

 

圖二：嚴慈宮內殿及嚴婆玉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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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圖三:嚴慈宮內關於嚴婆信仰的簡介 

 

   圖四:嚴慈宮內關於嚴婆廟會的介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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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圖五：林姓開基涂氏太婆之墓 

圖六:林氏宗祠（涂氏太婆故居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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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圖七:林氏宗祠（涂氏太婆故居）內部 

 

 

 圖八：農曆十五日嚴福庵唸經情形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

45 
 

圖九:三將公王輪祀於民宅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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